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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美解放奴隸紀念美解放奴隸 眾院通過眾院通過 「「六月節六月節」」為聯邦假日為聯邦假日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眾議院今天以壓

倒性票數通過，訂定 「六月節」（June-
teenth）為聯邦假日。在這之前，紀念美國
結束奴隸制度的 「六月節」一直是非官方假
日。

法新社報導，法案昨天在聯邦參議院無
異議過關，今天眾院又以415票對14票通過
，現在將遞交總統拜登簽署。

美國大多數的州視 「六月節」為假日，
甚至正式紀念這個節日，但國會通過法案後
， 「六月節」將成為第 12 個聯邦假日，也

是38年來第一個新增的聯邦假日。
美國過去一年出現許多種族不公義的狀

況，讓民間重新浮現紀念 「六月節」的聲音
。

民主黨籍聯邦眾議員傑克森李（Sheila
Jackson-Lee）今天形容奴隸制度是 「美國的
原罪」， 「六月節對非裔美國人很重要，對
美國人也將變得重要，因為我們也是美國人
，而這個節日代表自由」。

落在6月19日的 「六月節國家獨立日」
（Juneteenth National Independence Day）紀

念1865年6月19日聯邦軍抵達德州，告訴當
地南北戰爭和奴隸制度已經結束的訊息。

事實上，林肯總統早在 1862 年即公布
「解放奴隸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

tion），並於1863年元旦生效。
眾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表示

： 「這天讓我們想起一段殘酷與不公義的歷
史，也提醒我們有責任要為所有人建立進步
的未來並實現平等的理念，那是美國的遺產
，也是美國的希望。」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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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Since 1979 Southern News
Group has experienced the
change from traditional
typesetting to the high-tech
digital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age has changed our world, but
in the meantime, climate change
has also brought disaster around
the globe.

As news media people our main
duty is to bring the news to the
people. The general public needs
to know the truth.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need to
have a voice. Many people
complain about why there is so
much negative coverage and
crime news on the TV, in
newspapers and online.
Regrettably, readers are always
willing to read the inciteful and

bloody news.

My dear friend Mr. Gary
Randazzo once said that we as
newspaper men have ink in our
blood vessels. Gary dedicated
his whole career to the
newspaper industry. His success
story made huge amounts of
money for the Hearst corporation.

Times are changing. These days,
from the big screen to the small
screen, everybody can now
create their own stage. Huge
amounts of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y has changed
our society in so many ways.

We are very proud that in the last
forty-two years we have never
lost sight of our mission. As a

community media group with
coverage from newspaper to the
internet to television, we always
follow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new
technology.

We also want to show our
appreciation to our working team
who always devote their
hard-working spirit that makes
our group stand strong and tall.

0606//1717//20212021

Our Blood Vessels Are Full Of InkOur Blood Vessels Are Full Of Ink

四十多年來，從傳統的鋁版到5G智能時代
之呈現， 科技改變了世界，天氣變化也為人類
帶來災難。

作為一個媒體人，我們主要的使命和任務
是在向社會傳達真實的訊息， 是為社會正義和
公正公平而戰， 让那些生活在社會低層的人，
傳達他們的吶喊聲音。

我們常常聽到許多抱怨，當大家在網路上
、電視上及媒體上看到的多半是殺人放火打刧
的血腥新聞，少以見到行善社會之正面報導，
確實許多媒體都要以負面報導來吸引读者觀眾

之眼球。
好友現任休大商學院教授羅地索早年曾在

赫斯特集團之休斯敦紀事報及舊金山紀事報擔
任發行人，他终生献身於媒體事業，他的一句
名言是：“我們血液中也淌著油墨。” 在他主
政之時代，紀事報日進斗金，也是紙媒最輝煌
的時代。

隨着網路時代的來臨，新媒體變為自媒體
，大屏幕缩成了小屏幕，如果赶不上時代變遷
之列車， 必然被掃進了歷史中。

多年來我們堅持了理念和初衷，一步一腳

印跟隨科技之進步不斷前進。
四十二載代表了兩個時代的冗長歲月，每

當我們面對挑戰時，唯有搭橋開路，才能再創
輝煌，歷史之腳步不停，我們也沒有理由停止
。

血液裡淌著油墨血液裡淌著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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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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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新加坡今天新增20起社區案例，
是2週以來的新高；官員指出，有地方可能已
出現非常大的感染群，當局正評估下階段放寬
措施時機。原定下週起開放餐廳內用等措施恐
因此生變。

新加坡日前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
ID-19）本土疫情升溫，星政府於5月16日起
加強各樣防疫措施後，疫情逐漸穩定，自6月
14日起分2階段鬆綁防疫措施。第一階段措施
包括社交聚會人數限制放寬至最多5人，原訂
21日起邁入第2階段，允許餐廳內用等風險較
高的活動。

不過，隨著當地疫情出現變化，新加坡下
週擴大放寬防疫措施的計畫恐生變。星國單日
新增確診案例一度連續7天維持個位數，但13
日增至 10 起，隨後幾天的單日新增本土案例
都有10多起，今天更達20起，是2週來的新高
。

星國近期本土案例增加主要與紅山景市場
與 熟 食 中 心 （Bukit Merah View Market &
Hawker Center）的感染群有關，累積至少有
39起案例，包括小販、工作人員、顧客及相關

密切接觸者，其中有確診者初步驗出被最早源
自印度的Delta變種病毒株感染。該地點自16
日至26日關閉，進行深度清潔。

新加坡跨部會抗疫工作小組聯合領導人之
一、財政部長黃循財透過臉書發布影片表示，
紅山很可能已出現非常大的感染群，不僅是市
場和小販中心，周圍地區也出現確診案例；同
時，隱藏在社區中的案例可能隨之增加。

他說： 「有鑒於最新的疫情發展，我們正
在評估下階段放寬防疫措施的時機與範圍。」
抗疫工作小組正與公衛專家一起評估情況，很
快會宣布相關細節。

星媒報導，有專家表示，小販中心這類室
外空間不該有這麼多確診案例，以目前情況來
看，延後恢復餐廳內用至少2週，待確診病例
下降後是比較好的做法。但也有專家持不同意
見，認為不需要延後開放餐廳內用，新加坡雖
然確診病例數上升，但未給醫療系統造成壓力
。

新加坡衛生部今天表示，境內新增 20 起
社區病例，另有7起境外移入。全國累計6萬
2366人確診；目前病故人數維持34人。

新加坡本土案例又攀升
下週擴大放寬措施恐生變

美俄兩國領袖高峰會已在中立國瑞士日內
瓦舉行, 一如外界多數人所預期,拜登與普京除
了在會談中行禮如儀, 說一些政治語言，相互
肯定對方外, 基本上是各說各話, 不痛不快,除了
同意相互送回早先被遣返的外交官外,毫無實質
進展, 兩位領導人只能籠統表示，他們希望這
次峰會成為未來合作互動的開始。

這次的美俄高峰會平淡無奇，雙方想談與
該談的問題, 如烏克蘭軍事升級事件、俄羅斯
關押反對派領袖納、國際網絡安全、貿易衝突
、核子武器戰略穩定以及跨大西洋合作等都談
了, 但問題依然沒有答案，各自堅持自己的紅
線, 誠如拜登在會談後所說的 ，他告訴普京, 他
所提出的所有議題並非針對普京個人的挑釁,
而是代表美國對俄羅斯的疑慮, 雙方應該開誠
佈公來解決存在的問題。

事實上雙方也都承認,目前兩國關係已到了
冰點, 所以面對面會談有其必要性。 早先拜登
曾拒絕了普京所要求的網上交談，而且還痛罵
普京是暴徒, 沒有靈魂,並公開認同媒體所說普

京是殺手, 兩人幾乎到了不共載天的地步, 但是
拜登為了打擊對抗快速崛起的中國, 不僅佈局
西方聯手抗中, 而且也企圖分化離間中俄關係,
當然, 試圖左右逢源的俄羅斯樂此不疲, 明知不
會在有關俄羅斯利益的事項上讓步, 也願參加
美俄峰會, 而讓他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 不但鞏
固了自己在國內的地位, 也增加了俄羅斯在中
美政治博弈中的籌碼, 所以普京這次到日內瓦
與拜登會談是得分的, 當然拜登雖然沒有得分,
但也沒有失去什麼分數, 他沒有對普京惡言相
向, 反倒是在會談結束後的記者會上痛斥那位
企圖譏諷他不能改變普京的 CNN女記者不該
幹新聞這一行。

美俄在兩位領導人會談後絕不可能立即改
善關係, 雙方各自所畫的紅線彼此也不會貿然
的去跨越， 在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中, 拜登固
然是一位精湛的政治高手, 但是美國國內面臨
了嚴峻的族裔對立以及政黨分崩離析, 國力逐
漸式微, 唯我獨尊的時代早已經不復返了！

【李著華觀點 : 各說各話
拜登會見普京不痛不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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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亞洲最大房產

科技公司居外 IQI(Juwai IQI)

11 日發布的 2021 年二季度加

拿大房地產調查和指數顯示

，逾四成接受調查的加拿大

房地產經紀人認為，該國正

在經歷一個住宅房地產泡沫

階段。

加拿大各地經紀人的觀點

存在一定分歧。報告指出，在

安大略省，41%的經紀人認為

加拿大存在房地產泡沫，34%

的人不同意。魁北克省的經紀

人中，有62%的人同意當地樓

市存在泡沫。在阿爾伯塔省，

只有30%的經紀人認為存在泡

沫。在全國範圍內，約44%的

受訪房地產經紀人認為存在泡

沫。

新冠疫情推升了加拿大的

房價上漲預期。Juwai IQI集團

聯合創始人兼執行主席Georg

Chmiel表示，加拿大房產經紀

人預計未來12個月，加拿大住

宅價格將增長8%。在魁北克省

，這一預期最高，受訪經紀人

認為未來一年的房價將上漲

14%。

位於多倫多的居外 IQI集

團加拿大分公司總監 Yousaf

Iqbal說，加拿大樓市既有本地

需求也有大量移民湧入，住房

需求強勁。事實上，多倫多市

區的住房存在短缺，這是價格

上漲的重要原因。

Yousaf Iqbal指出，與兩年

前相比，住宅需求出現向郊區

轉移的趨勢。目前，市區和核

心區域的房價仍然相對較高，

買家期望郊區的房價有更大的

增長。尼亞加拉(Niagara)地區

、KWC和漢密爾頓(Hamilton)等

地區吸引了那些原本可能去市

中心的買家。

報告認為，在2022年二季

度之前，外國買家的交易量將

適度增長。35%的受訪者預計

，與2020年相比，外國買家的

交易將保持穩定。

報告指出，外國買家交

易最有可能增加的省份是魁

北克省。根據調查，外國買

家在魁北克省的市場份額最

大，占交易的 22%。其次是

阿爾伯塔省。不列顛哥倫比

亞省的經紀人對未來 12 個月

的外國買家交易增長最不樂

觀，報告認為，這也許是由

於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價格和

稅收相對較高。

全球肉類加工巨頭JBS
向黑客支付約1100萬美元贖金
綜合報導 全球肉類加工巨頭JBS表示，該公司向侵入其計算機網絡

的黑客支付了約1100萬美元贖金。日前，受黑客網絡攻擊，該公司多家

工廠曾暫時關閉。

據此前報道，5月底，JBS曾遭到了名為“REvil”的網絡黑客攻擊，受

影響的系統包括美國分部和澳大利亞分部。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報道稱，6月9日，JBS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雖然它的大部分系統可以在沒有“REvil”幫助的情況下運行，但還是

選擇了支付贖金來保證文件的安全。

該公司在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補充稱，該公司“決定減輕與攻擊有

關的任何不可預見的問題，確保沒有數據被泄露。”

JBS首席執行官諾蓋拉(Andre Nogueira)還說，“對於我們公司和我個人

來說，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但是，我們認為必須做出這一決定。”他

補充說，這筆錢是在JBS的大部分工廠重新啟動和運行之後支付的。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以銷售額計算，JBS是全球最大的肉類加

工企業，在澳大利亞、南美和歐洲加工牛肉、家禽和豬肉。在美國，該

公司是最大的牛肉加工商，也是雞肉和豬肉的頂級供應商。

美國房價大幅攀升
負面影響漸次顯現

綜合報導 近期美國房價大幅攀升，

一些地區房價屢創新高。分析人士認為，

美國本輪房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供不應求

，房價飆升帶來的住房可負擔性下降、貧

富分化加劇等負面影響正漸次顯現。

據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最

新統計，4 月美國成屋銷售中間價同

比大漲 19.1%。其監測的美國 183 個大

都市中，99%的地區房價在今年一季

度出現上漲，其中89%的地區房價出現

兩位數躍升。

此外，衡量美國房地產市場價格水

平的重要指標標普/凱斯席勒房價指數3

月同比上漲13.2%，較2月的12%進一步

加速，創下2005年12月以來最大漲幅。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美聯儲超低利

率與政府高額新冠疫情補貼、保持社交

距離等疫情防控措施以及購房適齡人群

增加等因素擡升購房需求，而同時房屋

庫存下滑、新房開工營建不足，由此導

致的供應缺口是近期美國房價飆升的主

要推手。

去年以來，美聯儲超寬松貨幣政策

帶來大量流動性，美國抵押貸款利率一

直保持在較低水平。美國南卡羅來納大

學市場營銷系副教授楊曉京認為，低利

率使得可以承擔購房貸款成本的消費者

人數增多，與此同時，消費者可以負擔

總價更高的房屋，從而助推房價上漲。

美國政府高額補貼進一步“點燃”

民眾購房熱情。新冠疫情暴發後，美國

政府出臺一系列大規模經濟紓困措施，

其中失業救濟金、家庭紓困金等的發放

顯著提高美國居民個人收入，提振了包

括購房在內的家庭支出。

此外，疫情暴發以來，保持社交距

離等防疫措施導致人口密度較低地區的

房產需求上升。同時，居家遠程辦公大

範圍普及，人們對改善住房條件的需求

增加，帶動購房需求上升。

從供給端來看，美國房屋庫存下

滑、住房供應緊張支撐房價走高。美

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數據顯示，

截至4月底，美國房屋庫存量同比下降

超 20%，難以滿足日益高漲的購房需

求。同時，部分購房者出現“囤積居

奇”等投機行為，富裕購房者搶購多

處房產。

在新房開工、營建方面，由於勞務

稀缺且昂貴、復工進程緩慢以及全球木

材等建築材料普遍漲價，美國新房建築

成本飆升，迫使房地產開發商縮小工程

規模，減少新房建設。

美國房價上漲帶來的負面影響正逐

步顯現。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表

示，隨著住房成本不斷上漲，許多家庭

購房壓力加劇，特別是首次置業者受到

較大影響。有數據顯示，全美約60%的

家庭已無法支付一套位於當前房價中位

數的新房價格。

楊曉京認為，美國房價上漲導致貧

富分化進一步加劇。低收入人群越來越

負擔不起日益昂貴的房價，同時房屋租

金也“水漲船高”，增加其日常開銷，

短期內將有更多人依賴政府補助。而另

一方面，高收入人群能享受更多房產增

值帶來的紅利。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 席勒表

示，美國房地產市場可能正在形成泡沫。

對於美國房價未來走勢，美國銀行

在一份研究報告中表示，美國住房市場

供需嚴重失衡，逐漸正常化將是漫長過

程，預計高房價會持續一段時間。

經濟學家認為，未來美聯儲貨幣政

策如何演進將成為影響美國房地產市場

走勢的一個重要變量。

美國勞工部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5

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上漲5%，創

2008年 8月以來最大同比增幅，顯示美

國通脹壓力繼續上升。

楊曉京指出，隨著通脹加劇，美聯

儲超寬松貨幣政策或將無法長期延續，

一旦貨幣政策收緊、利率升高，美國房

地產市場或將迅速降溫。

巴西確診病例累計超 1745 萬例
美洲杯參與者 41 人新冠檢測呈陽性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分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39846例，累計確診17452612例；新增死亡病例827例，累計死亡

488228例；累計治愈15854264例。

巴西衛生部表示，截至13日晚，已確認在巴西參加2021年美洲杯賽

事的人員中有41人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其中球員和教練組成員31

人，賽事工作人員10人，這些工作人員都是在首都巴西利亞工作的。各

國代表團方面，委內瑞拉代表團有13人檢測結果呈陽性，感染人數最多

。此外，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和秘魯代表團也有人檢測結果呈陽性。根

據2021年美洲杯衛生安全條例，所有參賽代表團成員在賽事期間均需要

每48小時做一次新冠病毒檢測。

巴西國家衛生監督局(Anvisa)當天批準延長美國強生公司旗下楊森製

藥公司研發的新冠疫苗的保質期，從原定的保質期三個半月延長至四個

半月。據悉，首批300萬劑楊森新冠疫苗將於6月16日運抵巴西，但這

批疫苗的保質期為今年6月27日，即將失效。為能夠在巴西完成接種，

巴西國家衛生監督局便決定延長該疫苗的保質期。

醫生出身的巴西衛生部長馬塞洛· 凱羅加(Marcelo Queiroga)14日在首

都巴西利亞親自為57歲的巴西外交部長卡洛斯· 弗蘭薩(Carlos Franca)和

51歲的巴西中央銀行行長坎波斯· 內托(Campos Neto)接種第一劑新冠疫

苗。當天，巴西利亞聯邦區開始為50歲及以上的人群接種新冠疫苗。

據巴西媒體統計，截至14日20時，巴西已有逾5574萬人接種了新

冠疫苗，占該國人口總數的26.32%。其中，2374萬人已完成第二劑接種

，占該國人口總數的11.21%。

截至目前，巴西累計確診病例數位居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印度

；而累計死亡病例數則居全球第二，排在美國之後。

歐美布魯塞爾峰會舉行
敲定航空補貼爭端擱置5年
綜合報導 歐盟領導人與到訪布魯塞爾

的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歐美峰會，雙方就經

貿議題達成三點共識，包括同意“休戰”

，將久拖不決的歐美航空補貼爭端擱置5

年。

拜登現身歐盟布魯塞爾總部，與歐洲

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

萊恩舉行會晤，這是2014年以來歐美首次

舉行峰會，也是2017年以來美國總統首次

訪問歐盟總部。

會後歐美以“邁向新的跨大西洋合

作夥伴關系”為題，發布了一份計有36

個要點的聯合聲明。就經貿議題，聲明

顯示雙方達成三點共識：一是將久拖不

決的歐美航空補貼爭端擱置 5年，其間

叫停雙方因航空補貼而對彼此加征的報

復性關稅，轉而成立部長級工作組，磋

商如何徹底解決問題；二是成立歐美貿

易和技術理事會，發展雙方貿易和投資

關系；三是力圖今年年底解決歐美鋼鋁

關稅爭端，合作應對全球鋼鋁產能過剩

問題。

聲明還確認歐美將攜

手推動世貿組織實質性改

革，包括通過修訂世貿組

織規則，有效約束產業補

貼、國有企業不當競爭以

及其它“扭曲貿易和市場”

的做法。

就新冠肺炎疫情，聲

明稱“通過全球合作終結

疫情”是當前第一要務，

為此歐美將繼續支持世衛

組織牽頭的“新冠肺炎疫

苗實施計劃”(COVAX)，鼓勵今年年底

為該計劃捐獻20億劑新冠疫苗，爭取到

2022年底為全球至少三分之二的人口接種

疫苗。

就氣候變化議題，聲明指歐美承諾成

立“氣候行動高級別小組”，目標之一是

加快能源轉型，進入2030年後實現電力系

統深度脫碳，同時計劃組建“跨大西洋綠

色技術聯盟”，促進歐美在綠色技術研發

和應用領域的合作。

就對俄關系等外交和安全議題，聲

明稱歐美擬就俄羅斯問題建立高級別

對話，既會“果斷回應”俄羅斯的舉

動，也會在符合歐美利益的領域探討

與俄羅斯合作的可能性；此外，聲明

稱歐美將加強合作，一邊利用製裁謀

求共同的外交政策和安全目標，一邊

避免對雙方利益造成意外後果，為此

雙方決心“繼續處理我們可能會有不

同做法的問題”。

調查：逾四成加拿大經紀人稱，加國房價有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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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與俄羅斯總統蒲亭峰會後
，雙方各自舉行記者會。CNN記者追問拜登 「何以對蒲亭日
後會改變如此有信心」，不料卻讓拜登惱火開罵；但拜登很快
公開道歉。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拜登準備搭乘空軍一
號離開日內瓦前，走向一群聚集在停機坪的記者，說他欠
CNN記者柯林斯（Kaitlan Collins）一個 「道歉」。

拜登說： 「對於最後一道提問的回應，我不該自以為是。
」但拜登也對媒體吐苦水，稱記者 「從沒問過他」正面的問題

。
主跑白宮的CNN記者柯林斯當時是問拜登 「何以對蒲亭

在美俄峰會後改變作為如此有信心」，卻意外惹得拜登不快。
拜登當時不耐地回答： 「我沒說過有信心他會改變，你們

（記者）都在搞什麼鬼啊？我什麼時候說過我有自信？」
他說： 「回到正題，我跟你們講的是，俄國會否改變作風

，取決於其他國家能否對俄國作為有所反應，以讓俄國在世界
碰釘子。」拜登還說 「我不是在對什麼事有信心，只是在陳述
一個事實。」

柯林斯提問時還點出蒲亭在會後記者會上否認俄國發動網
攻、淡化侵害人權事件，甚至拒絕說出反對派領袖納瓦尼
（Alexei Navalny）的名字，並據以問拜登 「這能算是有建設性
的會談嗎」。

拜登回答： 「如果妳對此不明白，那妳根本是入錯行。」
隨即離場，並未實際回答柯林斯的提問。

在拜登道歉後，柯林斯表示對方 「完全不需要道歉」，因
為她當時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

「他不需要道歉，雖然我很感謝他這麼做。」

拜登贈蒲亭見面禮 美洲野牛雕塑及飛行員墨鏡

美國衛院涉資助武漢病毒研究所
聯邦政府要查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與俄羅斯總統蒲亭今天在瑞士
日內瓦舉行兩人首度峰會。白宮官員說，拜登送給蒲亭1座美
洲野牛水晶雕塑和1副訂製的飛行員太陽眼鏡。

美國政府於2016年將美洲野牛定為國家哺乳動物。美國媒
體 「財經內幕」（Business Insider）報導，白宮官員說，這座水
晶雕塑由紐約州的斯托本玻璃公司（Steuben Glass）製造，

「莊重地呈現我國最具威嚴的哺乳動物之一，代表了力量、團
結與堅韌」。

水晶雕塑安放在櫻桃木底座上，帶有向美國首位總統華盛
頓（George Washington）致敬之意，美國人對他少時砍倒櫻桃
樹並勇於認錯的故事耳熟能詳。這件作品還包含1塊紀念拜登
上任後首度面會蒲亭的牌子。

飛行員太陽眼鏡是拜登外出愛戴的配件，他送給蒲亭
（Vladimir Putin）這副眼鏡，是由美國倫道夫公司（Randolph
USA）生產。

拜登與蒲亭在兩國關係處於緊張狀態時碰面，拜登希望彼
此恢復 「穩定、可預期」的關係，同時採取與前總統川普對俄
羅斯軟性作風不同的做法。

被問美俄峰會建設性何在被問美俄峰會建設性何在
拜登怒答記者後又道歉拜登怒答記者後又道歉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政府調查人員昨天表示，正就國家
衛生研究院（NIH）管理及監督其資助計畫一事展開調查，這
項計畫可能包含共和黨議員審查中與中國武漢實驗室有關的金
錢。

共和黨人集中精力在國家衛生研究院與全球非營利組織生
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的關係上，以攻擊國家過敏
與傳染病研究院（NIAID）院長佛奇（Anthony Fauci），以在
政治上取得優勢。生態健康聯盟曾資助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
究所若干研究。

這項全面審查進行之際，正值外界對 2019 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起源及武漢病毒研究所可能扮演的角色再
度提出質疑。

美國衛生部督察長辦公室聯絡主任威廉斯（Tesia Williams
）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表示： 「我們和利害關係人
對資助基金合規性和監督一事有同樣的關切。我們已監控此事
一段時間，認為這是一個可能對國家衛生研究院資助計畫的廉

正性構成威脅的高度優先事務。」
威廉斯表示： 「鑑於我們初步研究與分析，美國衛生部督

察長辦公室已決定執行一項大規模稽查，檢視國家衛生研究院
如何篩選和監督補助金，及受贈者與委託者在2014年到2021
年間如何使用及管理聯邦資金。」

國家衛生研究院約80%資金是用來支持研究案補助，包括
給外國組織的補助金。依據工作計畫，這次審查將檢視這些補
助金如何受到監督，並確保受贈者使用及管理衛生研究院補助
金符合聯邦要求。

佛奇今年稍早向國會議員證實，國家衛生研究院曾提供總
部位於紐約的生態健康聯盟數以十萬計美元，而這筆錢已轉向
武漢病毒研究所，以研究蝙蝠身上的冠狀病毒。

佛奇在國會預算聽證會上表示 「過去5年已花費約60萬美
元」， 「每年大約12萬5000元到15萬元的錢花在與武漢合作
上」。

媒體機構公布一批佛奇的電子郵件後，保守派對佛奇的攻

擊也變得更為激烈。
生態健康聯盟一名高層在2020年4月致佛奇的電子郵件中

感謝佛奇公開陳述科學證據支持冠狀病毒為自然起源，而非實
驗室外洩。

佛奇日前向CNN主播柏曼（John Berman）表示，這封電
子郵件遭到誤解，還說自己與武漢實驗室研究的幕後人員關係
匪淺是 「無稽之談」。

佛奇對柏曼表示： 「我一直都這麼說，我今天也會這麼對
你說，約翰（柏曼），我依舊認為最有可能的起源是從動物物
種傳給人類，但如果有可能有其他起源、有其他原因，有可能
是從實驗室外洩的話，我絕對保持開放心態。」

「我認為就歷史上來看，動物與人類介面發生的一切，實
際上更有可能是你正在對付跨物種傳播。但我隨時保持開放心
態。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公開表示我們應該持續尋找（疫情）
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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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報告首例強生疫苗接種死亡案例
死者年僅38歲

綜合報導 韓國大邱市一名30多歲市民

在接種強生新冠疫苗三天後死亡。這是韓

國報告的首例強生疫苗接種者死亡案例，

衛生部門將著手調查死因。

據報道，死者A某(38歲)的遺屬表示，

A某10日在大邱一家醫院接種強生疫苗，

接種當天便出現發燒等不適癥狀，次日退

燒，但血壓降低。12日下午，A某血壓嚴

重下降，家屬將其送往醫院接受治療，但A

某13日15時因醫治無效身亡。

遺屬稱，A某曾接受過血液類疾病治療

，但有關疾病已治愈。A某平時很健康，但

接種疫苗後健康狀況急劇惡化並死亡，希望

有關方面查清疫苗和死亡之間有無關聯。

據此前報道，強生疫苗於2021年2月底

獲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批準在美緊急使

用，是一款只需接種1劑的新冠疫苗。4月

7日，該款疫苗在韓獲得藥品批準文號，獲

準面向18周歲以上人群接種，也由此成為

繼阿斯利康和輝瑞之後在韓境內獲批使用

的第三款新冠疫苗。

截至目前，韓國境內新冠疫苗第一針

接種人數累計已超過1000萬人。韓國政府

計劃爭取本月底之前最多完成1400萬人的

首劑接種工作，9月完成3600萬人的首劑接

種工作，截至11月形成群體免疫。

另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6月13日

通報，截至當天0時，韓國較前一天0時新

增新冠確診病例452例，累計確診超14.7萬

例；新增3例死亡病例，累計死亡1985例。

印度實際新冠死亡數比官方統計高5到7倍？官方駁斥

綜合報導 日前有報告指

出，印度實際的新冠死亡人

數可能比官方數字高出“5到

7倍”。當地時間 12日，印度

衛生部駁斥稱，該評估是“基

於沒有任何流行病學證據的數

據推斷”，同時稱印度政府

“在新冠數據管理方面一直是

透明的”。

據報道，6月 12 日，英國

《 經 濟 學 人 》 發 布 了 題 為

《越來越多的證據揭示了印

度新冠疫情的真實死亡人數》

的報道。文章稱，新的調查

證實了早前的估計，印度的

實際死亡人數“大約是現在

的6倍”。

據印度媒體報道，印度衛

生部很快對此回應稱，《經濟

學人》發表的這篇文章具有

“猜測性，沒有任何依據，信

息有誤。”相關文章是“基於

沒有任何流行病學證據的數據

推斷”；而且，該雜誌“用於

評估死亡率的研究，不是用來

確定任何國家或地區死亡率的

有效工具。”

印度衛生部指出，印度政

府“在新冠數據管理方面一直

是透明的”。

該部門進一步解釋說，為

了避免各地報告的死亡數出現

不一致，印度醫學研究理事會

早就發布了相關指導指南；通

過視頻會議和部署中央小組等

方式，敦促各地按照規定的指

導方針正確記錄死亡人數；同

時經常強調建立健全的報告機

製，監測地區新增感染病例和

死亡情況等。

根據印度衛生部公布的最

新數據，截至當地時間 6月 13

日，過去 24 小時內，印度新

增新冠確診病例 80834 例，累

計確診達 29439989 例；新增死

亡 病 例 3303 例 ， 累 計 死 亡

370384 例；累計治愈 28043446

例。

印度新一波疫情來勢洶洶

，近期稍有緩和。不過在6月10

日，印度衛生部的數據顯示，

過去24小時，印度新增新冠死

亡病例數突增至6148例，打破

美國2月創下的單日新增死亡病

例的紀錄。

關於死亡病例大幅增加，

印度方面解釋說，該國東部比

哈爾邦修改了統計規則，正式

將在家中及私人醫療機構死亡

的新冠患者納入統計，導致該

邦總死亡病例數由5424例修正

為9429例。

然而此前，衛生專家們就

曾指出印度的新冠疫情可能被

大大低估，理由之一是印度農

村的基礎設施落後、缺少檢

測設施和醫院，許多人即使

感染新冠並死亡，也難以被

發現。來自密歇根大學的流

行病學家慕克吉曾質疑說，印

度“真實死亡人數是報告的 2

到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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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泰國總理巴育在其個

人社交網頁上發布消息，宣布本月

14 日起解禁曼谷 5類場所，另外，

繼續推進“普吉沙盒”計劃，普吉

島將於 7 月 1 日率先重開接待外國

遊客。

巴育表示，政府需要努力在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和經濟發展之間取得平

衡。經多方評估和協商，泰國政府決

定解禁首都曼谷5類場所，包括各類

博物館、公園/植物園、美容診所、保

健按摩場所(只允許足部按摩)、美甲

店/紋身店等。

他說，曼谷市政府後續將發布一

份附件，宣布這5類場所的防疫措施

。上述場所若不嚴格遵守防疫規定將

被勒令關閉。

巴育指出，“普吉沙盒”計劃

是為國外遊客在免隔離的情況下來

泰國旅遊而設立的，旨在幫助泰國

旅遊業復蘇。目前，普吉府正為重

新開放迎接外國遊客做準備。截至

12日，普吉已有70%以上的人口接種

至少一劑新冠疫苗，其中旅遊從業者

已100%接種。

按照計劃，普吉將於 7 月 1 日

起對完整接種獲世界衛生組織認可的新冠疫苗的

國際遊客開放。遊客在進入普吉後需在當地停留

至少 14 天，之後才能前往泰國其他地區，期間

當地政府將按照防疫要求對遊客進行檢測和行程

追蹤。

巴育表示，“普吉沙盒”計劃已通過泰國

經濟形勢管理中心的審查，並得到泰國內閣的

初步確認。下一步將改進細節，以獲得內閣的

正式批準。

（中央社）桃園機場航警陳以倫，考取警大
公共安全研究所後，應補習班要求發表考取警大
研究所心得，內容卻自爆畢業7年來都在打混摸
魚，不僅害2名長官拔官、調職，自己也因影響
聲譽、連續6年考績乙等，被航警 局記2大過免
職，人生際遇瞬間從天堂掉到地獄，現在連高雄
老家也不敢回去，只能一人躲在宿舍寢室裡。

據《三立新聞網》報導，陳以倫的同事透露
，陳16日得知自己遭免職後，心情相當鬱悶，因
為擔心被家人責罵，現在連高雄老家也不敢回去
，獨自一人躲在宿舍寢室裡。而陳新單位的航警
局保安大隊則透露，目前尚未收到陳的免職懲處
公文，他目前請假中，會派幹部持續關心陳員狀
況。

陳以倫考上警大研究所後，警察節前夕竟在
公職補習班網站發文自爆，畢業進入航警局7年
，從未受理過報案，也沒開過罰單，基本上每天
都是在過退休生活，幾乎兩個月就出國玩，根本

與社會與警界脫節，無奈因疫情關係，頓失玩樂
重心，才重拾書本 「上班打混摸魚，吊兒啷噹都
能考上，其他人也行」。

事後曝光後引起各界撻伐，並招致警界圍剿
抨擊 「我們派出所、刑警在外出生入死，竟有航
警爽到PO文炫耀」。陳以倫雖然趕緊刪文道歉
，坦承思慮不周，輕浮草率的措辭，誇大美化職
場的心得內容，傷害警大與航警聲譽，也對不起
同事兢兢業業於國門的維護。

15日警察節當天，航警局原擬對他記過1次
，改調保安大隊制服員警，但警政署認為處分太
輕，航警局16日再開考績會，雖陳員列席陳述，
強調已深刻檢討，懇請給他自新機會，但航警局
仍決定記兩大過免職，並報警政署核准發布，同
時撤銷他的警大研究所入學資格。另負責航警局
安全檢查大隊長蘇茂智記過1次，調整內勤航空
保安科長；隊長吳金龍記過2次，改調內勤警務
正。

白目航警自炫打混爽過退休生活遭免職
同事曝現況：天天躲寢室

（中央社）受疫情影響，屏東善導書院的
鳳梨訂單減少8成，儘管自己也苦哈哈，仍不忘
堅持初衷對孩子品德教育，近日師生協力幫老
農賣農產，小朋友將芒果一顆顆裝箱秤重，俐
落動作背後充滿感恩，也十足展現與落實 「受
之社會、回饋社會」的價值觀。

屏東善導書院成立至今23年，提供弱勢孩
子免費課輔，還傳授一技之長，且書院從不募
款，強調 「手心向下」教育理念，教導孩子要

努力付出才有回報，所以進到書院後要學農事
、烘焙、餐飲、木工等，從中發掘自己的長才
進而翻轉人生。

院長陳文靜指出，孩子在學院中有很多動
手做的學習，當中友善種植鳳梨、火龍果是一
大特點，因為孩子不只會種，連採收到加工成
鳳梨酥都不是問題，且多年來孩子種的鳳梨深
受消費者喜愛，還獲得 「鳳梨天使」的美名令
孩子的自信心倍增。

此外，孩子也協助老農或青農賣農產品，
陳文靜說，小農的通路有限，若無行銷管道幾
乎都是賣到市場，那些價格都很低，所以決定
協助無通路的農友，藉書院通路賣水果，而出
貨時孩子就會幫忙裝箱、秤重，這就是書院的
教育初衷 「手心向下」，自我努力的同時也要
適時幫助人。

陳文靜說，販售水果與加工品是書院教育
經費來源，本土疫情大爆發後，書院的鳳梨訂

單大減8成，之前還因物流大亂，送到北部的鳳
梨都壞掉了，消費者雖說沒關係，但她仍堅持
賠償，因為這是給孩子的榜樣。

她坦言，訂單的銳減對書院運作上多少有
影響，但孩子的教育仍是最重要的，所以即使
鳳梨銷不出去，一切運作如常，老師一樣陪著
孩子做中學。

屏東善導書院師生 樂助老農賣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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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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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23/21 12/20/21

T:5.7"

T: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
區政府為接種新冠疫苗後出現的嚴重異常
事件設立了10億元（港元，下同）的疫
苗保障基金，供相關接種者及家屬申請賠
償。

截至6月10日，基金共接獲74宗申
索，當中3宗涉及貝爾面癱、速發嚴重過
敏反應及住院治療的個案，合共獲45萬
元賠償，是自香港新冠疫苗接種計劃開展

以來，基金首次批出賠償。
其餘71宗申索個案，當中15宗已處

理，其中11宗被專家委員會評為與接種
疫苗無關；一宗未能排除與疫苗無關、但
申請人的嚴重程度不足以申索。

另外，3宗申索則涉及死亡個案，當
中兩宗尚未完成處理，一宗已處理的個案
被界定為“沒有在政府計劃下接種疫苗記
錄”，消息人士解釋，該個案的家屬聲稱

死者生前曾接種疫苗，但政府沒有相關記
錄，故被界定為“沒有在政府計劃下接
種”。

根據機制，成功索償的申請者獲基金
賠償後，仍可以繼續循民事途徑，向疫苗
製造商或需對其身體傷害負責的人士提出
索償，惟不得獲雙重保障，如果日後申索
人獲得法院裁定獲得賠償，基金批出的賠
償會被抵銷。

疫苗保障基金批出首3宗賠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的
疫苗接種率偏低，香港工聯會青年事務委
員會一項調查顯示，兩成受訪者不考慮接
種疫苗，主因包括擔心副作用、對疫苗有
效性存疑、自身健康情況不適合接種及認
為港府“疫苗保障基金”透明度不足。調
查並發現，愈年輕的受訪者愈抗拒打針。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指出，部分媒體
報道疫苗接種異常個案時，採用“標題
黨”手法誤導公眾。

工聯青委於本月初訪問逾9,500名香
港市民，以16歲至45歲受訪者居多。調
查發現45.1%受訪者已接種一劑或二劑新
冠疫苗；另有約11.8%受訪者已預約接

種。餘下43.1%未接種疫苗人士中，逾半
表示未來3個月都不考慮接種疫苗，即整
體有逾兩成人拒絕打針。

愈後生愈驚 服務業多人拖字訣
16歲至35歲受訪者拒絕接種疫苗的比

例，高於36歲或以上者，說明愈年輕的受
訪者愈抗拒接種疫苗。值得注意的是，近六
成從事教育及服務性行業的受訪者表示，未
來3個月也不計劃接種疫苗。

工聯青委主任林偉江表示，驅使年輕
人接種疫苗的最大動力是保護自己和家
人，“疫苗津貼”或“疫苗有薪假”等誘
因則相對次要，認為政府應加強宣傳疫苗
的正面作用和有效性，以釋除市民疑慮。

他建議，香港政府可結合內地及外國
的接種疫苗數據，並公布更多香港數據，
例如抽檢已接種疫苗巿民的抗體情況，懷
疑副作用個案與已接種疫苗巿民的比率
等，減少市民猜疑。

郭偉强批評，部分媒體在報道懷疑疫
苗副作用個案時，多採用“標題黨”報道
手法誤導和“嚇走”部分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16日連續9天錄得
本地零確診，新增的唯一一宗確診個案屬輸入病例，患者
從斯里蘭卡抵港，驗出帶有N501Y變種病毒。另有一名康
復者抵達澳門後，被驗出懷疑“復陽”。此外，感染變種
病毒的17歲少女至今源頭未明，其家中雪櫃一個泰國急凍
鱷魚肉包裝表面，被驗出帶有新冠病毒。多名專家認為，
有機會是由少女污染到食物。食物安全中心則從相關的食
品商“樓上”倉庫及零售店，合共抽取103個鱷魚產品樣
本進行檢測，包括41個食物樣本及62個包裝樣本，全部
對病毒呈陰性，該食品商可恢復售賣有關產品。

香港16日已連續9天無新增本地個案，及連續11天無
源頭不明個案。而新增一宗輸入個案男患者是一名船員，
15日從斯里蘭卡抵港，在港期間並無下船，現已離開香
港。

另外，香港衞生防護中心15日晚接獲澳門衞生當局通
報一宗懷疑復陽個案，涉及一名18歲男病人，他去年12
月16日為香港本地確診個案（個案編號：7762），是將藍
隧道地盤群組關連個案。他13日的病毒檢測結果為陰性，
同日入境澳門，在當地接受醫學觀察，15日被驗出對病毒
呈弱陽性，抗體檢測呈陽性。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將為其樣
本做基因排序，其居住的薄扶林華富邨華珍樓被納入強制
檢測。

鱷魚食品無異常 前例疑人傳物
此外，香港特區政府專家顧問、香港中文大學呼吸系

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早前感染變種病毒的17歲少
女，有機會污染家中雪櫃的急凍鱷魚肉包裝。他透露，署
方曾向少女了解，知道她不時會打開雪櫃取食物，亦試過
打開雪櫃後打噴嚏，相信有機會是少女污染到食物。

至於雪櫃內其他食物包裝無驗出病毒，許樹昌指出，
在急凍鱷魚肉包裝上檢出的病毒量低，但相信少女家人因
接觸受污染包裝而染疫的機會不太高。他又說，市民購買
冷凍食品回家後，應先用肥皂水或洗潔精清洗包裝膠袋，
強調新冠病毒主要透過飛沫傳播，經由冷凍食品鏈傳播的
證據不太強。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亦認為，今次
較大機會是由人傳物，即少女感染後污染包裝。他表示，
要證明少女是被包裝上病毒傳染，最少要符合4個條件，
包括少女及凍肉包裝的病毒基因排序相同、凍肉包裝要比
少女早出現病毒、同一批次其他產品包裝都驗出對病毒呈
陽性，以及曾處理涉事產品的人員，在處理產品時出現過
病徵。他又指出，內地不少城市都曾在食品包裝上驗出新
冠病毒，但至今未有患者被證明是從物品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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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成受訪者怕打針“標題黨”放大憂慮

●●工聯會調查發現兩成青年不考慮接種疫工聯會調查發現兩成青年不考慮接種疫
苗苗，，故促政府加強宣傳釋除疑慮故促政府加強宣傳釋除疑慮。。

歐盟擴大“白名單”，主
動取消香港等8個地區旅客的入
境限制，港人重遊歐洲的美夢
再邁前一步，但若香港特區政
府未有相應向歐盟地區旅客提
供免檢待遇，港人入境歐盟成

員國時可豁免檢疫，返港後仍要到指定酒店接受
至少14天隔離檢疫。香港文匯報記者16日以顧客
身份，向約 10 間指定檢疫酒店查詢房間供應情
況，發現除了索價逾4,000元（港元，下同）的五
星級酒店翌日有房外，其他酒店最快下月下旬才
有房供應，部分酒店的房間更爆滿至兩個多月後
才有房。

目前接近暑假，屬不少海外留學生的返港高

峰期，香港檢疫酒店可謂一房難求，若香港與歐
盟沒有雙邊免檢，港人遊歐後回港也未必能入住
酒店檢疫。

根據特區政府資料顯示，目前香港有33間指
定檢疫酒店（至今年8月31日），香港文匯報記
者昨日隨機致電當中十多間查詢房間供應情況，
部分未有人接聽，成功與十間酒店的職員取得聯
絡，每晚房價由480元至4,500元不等。惟除了屬
五星級的酒店能提供翌日的房間外，其餘9間最早
也要下月22日，即足足5星期後才有房供應。

該十間酒店當中，4間最快8月才有房，其中
南灣如心酒店及港島英迪格酒店更分別要到8月24
日及26日才有房，屆時已是暑假尾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繼韓國政府日前公布於下月1日起，海外人
士若在同一地方完整接受疫苗接種後14

天，以商務、學術、公益或探訪直系家屬等理
由入境時，可申請免除入境隔離之後，歐盟16
日亦通過擴大“白名單”，香港、澳門、台灣
以及美國、阿爾巴尼亞、黎巴嫩、北馬其頓、
塞爾維亞等8個國家或地區也被納入名單內。

歐盟個別成員國仍可設限
不過，據報屬於特別行政區的香港和澳門

獲解禁的前提，是港澳必須以互惠原則，把歐
盟從限制“非必要旅行”國家名單中移除，即
特區政府也要給予歐盟旅客同等入境待遇。

這份名單只是歐盟的大方向，個別成員國
仍可自行要求名單上的入境者額外防疫要求，
例如入境旅客是否需強制隔離一定天數，或是
否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等。至於先前已被列入白
名單的國家有澳洲、以色列、日本、新西蘭、
盧旺達、新加坡、韓國和泰國等。

縱橫遊旅行社常務董事袁振寧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歐盟放寬來自香港入境者的
隔離限制是好事，長遠可吸引港人往歐洲及歐
洲人訪港，惟放寬檢疫措施必須雙邊進行，現

時入境香港者仍需接受14天至21天隔離，實難
吸引港人出境或歐洲人訪港旅行，故相關措施
對香港旅遊業界的實際幫助暫時不大。

增接種比率 利推雙邊免檢
永安旅遊副總經理馬世文表示，早前已有

國家如歐洲的冰島、中東的阿聯酋等豁免入境
隔離措施，但未見香港與這些地方的旅遊聯繫
有加強，相信是由於旅客回程返港時，仍需接
受隔離，加上香港近月檢疫酒店供不應求，抵
港者無法預訂檢疫酒店，希望香港特區政府盡
快與歐盟商討雙邊免檢安排細節，旅遊業界才
可真正受惠。

香港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對歐盟的決
定表示歡迎，證明香港的抗疫防疫措施獲得認
同，而外國有地區放寬對香港的隔離限制，也
可令其他地方效法，他期望“疫苗護照”可盡
快成事，因可有一個公認標準令旅遊恒常化。
惟他強調，特區政府在考慮放寬外地個別地方
的檢疫措施時，不能過於進取地放寬，必須確
保不會因此導致疫情反彈而影響與內地通關，
“因為始終香港與內地的經濟、民生等聯繫，
比外國任何一個地方都重要。”

隨着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計劃在全球各地

展開，多個地區逐步放寬入境隔離檢疫措

施。外電報道，歐盟成員國 16日同意把香

港、澳門、台灣等 8個地區納入旅遊安全

“白名單”（white list），最快數天後生效。根據規定，這是雙邊對等待遇，倘若

香港特區政府也對來自歐盟的旅客提供免檢待遇，意味港人日後可豁免14天隔離

檢疫暢遊歐盟27國。香港旅遊業界當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有關決定為

旅遊業復甦帶來一絲曙光，希望特區政府盡快與歐盟商討細節，但必須在通關與

“嚴防輸入”兩者間取得平衡，以免通關門檻太低，使香港疫情反彈，最終影響

與內地通關的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返港隔離走唔甩檢疫酒店暑假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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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雙邊開放 惟添“外防輸入”難度 旅業冀政府盡快商討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6月17日（星期四）4

歐盟免檢擬納港歐盟免檢擬納港 細節受限難救火細節受限難救火

●歐盟擬將香港納入“白名單”，唯
前提是港亦需開放對歐限制，將增加
“外防輸入”難度。 設計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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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行任務由航天員聶海勝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行任務由航天員聶海勝（（中中）、）、
劉伯明劉伯明（（右右））和湯洪波三人組成和湯洪波三人組成。。 新華社新華社

“神十二”將自主快速對接天和核心艙 航天員駐留90天並出艙作業
時隔五年，中國神舟十二號航天員聶海勝、劉伯明、湯洪波於17日9點22分從酒

泉衛星發射中心出發，展開中國太空站建造階段的首次載人飛行任務。這次意義重大的

航天任務長達三個月，三名航天員將在軌驗證航天員與機械臂共同完成出艙活動及艙外

操作的能力。“作為航天員，我們的初心使命就是飛天，也可以說，只有飛行和準備飛

行兩種狀態，”聶海勝說，“只要祖國需要、任務需要，中國航天員都會以最佳的狀

態，最充足的準備，去迎接挑戰、履行使命。”擔任本次飛行任務指令長的聶海勝的一

席話，正是中國航天人的共同心聲。.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凝哲 酒泉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酒泉報道）中國
太空站建設階段，航天發射和返回任務將保持高
密度、常態化，外界對運載火箭末級殘骸和壽命
末期的載人航天器再入大氣層密切關注。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助理季啟明表
示，中國一貫致力於和平利用外空，願與有關各
方一道，為促進和平利用外空、維護外空安全做
出共同努力，願意同各國就人造航天器殘骸、太
空碎片問題開展更廣泛的國際交流合作，確保外
空活動的長期可持續性。

火箭不會產生太空碎片
他表示，運載火箭末級經過軌道高度的自然

衰減最終再入大氣層銷毀，是目前國際上的通行
做法。執行太空站任務的各型火箭末級均已採用
鈍化技術處理，不會在軌道上發生爆炸而產生太

空碎片，末級絕大部分組件將在再入大氣層過程
中燒蝕銷毀，對航空活動及地面造成危害的概率
極低。此前，長征五號B遙二火箭和長征七號遙
三火箭發射後，中國密切關注火箭末級再入情
況，組織進行了嚴密監測，通過載人航天工程官
方網站定期對外發布火箭末級的軌道參數，及時
發布了長征五號B遙二火箭和長征七號遙三火箭
末級殘骸的再入時間和落點預告，履行了相關國
際義務。

天舟再入大氣層銷毀
季啟明表示，天舟貨運飛船在完成預定任務

後，將受控離軌再入大氣層銷毀，極少量殘骸隕
落南太平洋海域，神舟載人飛船的推進艙與軌道
艙在再入大氣層時也將燒蝕銷毀，亦不會對地面
造成危害。

季啟明又表示，中國載人航天願意與世界上
所有致力於和平利用外空的國家和地區一道，開
展國際合作與交流。進入到太空站階段，中國將
繼續加大國際合作與交流的深度與廣度。計劃在
太空站功能拓展、太空科學與應用、中外航天員
聯合飛行、技術成果轉化等領域開展更加廣泛深
入的國際合作，使中國太空站成為一個造福全人
類的太空實驗室。2016年以來，中國與聯合國外
空司合作，面向所有聯合國成員國徵集有意搭載
到中國太空站的合作實驗項目。目前，已遴選出
來自17個國家的9個項目，後續，中國還將與聯
合國外空司緊密合作，適時發布第二輪合作機會
公告。同時，中國還正在與法國、意大利、巴基
斯坦等國家，圍繞在太空站開展基礎物理、航天
醫學、太空天文等領域的太空實驗進行雙邊合作
交流。

在地圖上找到酒泉衛星發
射中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
事。它的名字叫做酒泉，但實
際距離甘肅省酒泉市還有幾百
公里。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實際
坐落於內蒙古阿拉善盟，它的

佔地很大，就像一座涵蓋社會所有環節的小城
市，大家也叫它東風航天城。

乘民航到嘉峪關機場，再沿着“酒航公
路”行駛4、5個小時，是到達酒泉衛星發射中
心最便捷的方式。這是一條建設在戈壁灘上的
公路，一眼望去，除了偶爾可見的幾株胡楊
樹，就是荒涼的戈壁和高高的雲彩。有人也把
“酒航公路”稱為“神舟路”，這條路我已經
走過7次。

得益於中國航天工程的不斷開放，我從
2008年神舟七號任務開始幾乎場場不落地參加
載人航天重要發射報道，目送着中國的太空勇
士從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升空。從“神七”任務
實現的首次太空行走，首個太空實驗室天宮一

號的升空，到“神九”任務實現的手動交會對
接，“神十”任務完成的首次“太空授課”，
“神十一”任務航天員駐留太空30天……我每
走一次“神舟路”，就能感受到一次中國載人
航天的跨越發展。

時隔多年，再來到酒泉報道神舟十二號任
務，我感覺熟悉又充滿未知。熟悉的東風航天
城，依然是戈壁灘上那座平靜又葱鬱的小城；
未知的是，中國太空站究竟還會有多少新驚
喜，是否能夠產生可能改變世界的新科學技
術。而這些變化的也不僅僅來自於我一名記
者，甚至連一些外媒聚焦的問題，也從“中國
一部分人還很窮，為什麼要花錢搞航天”變成
了“未來中國要怎麼開放航天的國際合作”。

在距離中國太空站首次載人飛行實施倒數
12小時的時刻，我回憶起每次走過神舟路的經
歷，感慨着中國載人航天在這十餘年來翻天覆
地的變化。我想，下一次再走“神舟路”，到
達的風景一定更加美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航天器殘骸對地面造成危害概率極低

這一條我走了7次的航天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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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執行神舟十二號任務的航天員乘組採用
“新老搭配，以老帶新”的方式。中國載人

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助理季啟明介紹說，在航天員
乘組選拔和針對性訓練工作中，周密制定了航天員
訓練方案和計劃，扎實開展了地面訓練和任務準
備，每名航天員訓練均超過了6,000學時。特別是
針對太空站技術、出艙活動、機械臂操控、心理以
及在軌工作生活開展了重點訓練。航天員乘組已做
好了執行任務的各項準備。

聶海勝：老將懷新期待挑戰多有信心
聶海勝、劉伯明、湯洪波三名航天員16日在酒

泉衛星發射中心問天閣與中外媒體記者集體見面，
這是神舟十二號飛行乘組的首次亮相。57歲的聶海
勝是中國培養的第一代航天員，胸標上的兩顆金色
星星，代表着他曾兩次進入太空。這是他第3次執
行載人飛船的飛行任務，第2次擔任指令長。很多
人都知道，聶海勝是一名專業技術少將軍銜的將軍
航天員，但很少知道他剛在不久前獲得博士學位。
今年春天，聶海勝剛剛作為上海交通大學航空航天
學院博士研究生畢業。聶海勝說，這一次飛行他有
很多新的期待，有幸開跑中國太空站建造階段的飛
天“第一棒”，飛行時間更長，任務更艱巨，挑戰
也更多。“我們要把空間站核心艙這個‘太空家
園’布置好，還要開展一系列關鍵技術驗證試驗，
任務很艱巨，挑戰也很多。”聶海勝說，乘組會密
切配合，精心操作，克服一切困難，有底氣、有信
心、也有能力完成好此次任務。

劉伯明：出艙任務複雜 練好身心素質
作為今次團隊中唯一擁有出艙任務執行經驗的

航天員，劉伯明在接受新華社訪問時重點提到了出
艙活動。“神舟十二號任務計劃執行兩次連續的出
艙任務，一次作業可能6個小時左右，間隔時間也
很短。與神舟七號任務首次太空出艙活動相比，無
論是任務的複雜性還是艱巨性，都有着明顯的提
高。這對於我們航天員而言，除了要有一個強健的
體魄外，還必須具備強大穩健的心理素質。”

從1985年通過空軍招飛選拔，到1998年1月
入選為中國首批航天員；從2005年6月入選神舟六
號飛行任務備份乘組，到2008年9月執行神舟七號
飛行任務，再到如今即將再問蒼穹，劉伯明一步一
個腳印，將夢想變為現實。從一名飛行員成長為一

名航天員，他曾笑稱相當於讀了兩個博士學位。
2008年，神舟七號飛行乘組在執行出艙任務時經歷
了一些險情和困難，體力透支、艙門打不開、軌道
艙火災報警提示……“當時我們只有一個信念，就
是無論如何都要堅決完成任務，一定要讓五星紅旗
在太空高高飄揚，最終，我們做到了。”回憶起13
年前的任務執行場景，劉伯明有些動容。見面會
上，他面向鏡頭，向神舟七號任務中的親密戰友翟
志剛、景海鵬隔空致以標準軍禮。

湯洪波：“70後”生力軍 感謝隊友幫助
湯洪波是今次乘組中唯一的“70後”，從中國

空軍優秀的一級飛行員，到2010年入選為航天員，
從“空”到“天”的11年是他艱苦而難忘的轉型。
“要想向上生長，先要向下扎根”，是湯洪波的心
路歷程。神舟十二號任務中，航天員必須要身穿艙
外航天服才能到艙外工作，因此要進行針對性的訓
練。而模擬失重訓練，曾經是湯洪波一度邁不過去
的心理坎。

“平時，我不喜歡身上掛戴東西。可這項模擬
失重訓練要求航天員穿着水下訓練服持續在水下工
作數個小時。訓練服加壓後像一艘人形飛船，硬邦
邦地套在身上，限制了四肢的活動。剛開始，我一
穿上訓練服，心裏就特別煩躁，恨不得馬上出
來。”湯洪波透露，是隊友劉伯明的幫助，讓他邁
過了這道坎。“他安慰我說：‘剛開始穿不適應，
這是很正常的反應。但一定要克服，也一定能克
服。’聽到這話，我的壓力頓時減輕了不少。後來
的訓練中，我也想了一些辦法，比如讓工作人員把
訓練服的溫度盡量調低，讓煩躁的心情冷靜下來。
最終，我越過了這道難關。”

配置“3室1衛”百餘種航天食品
按計劃，神舟十二號飛船入軌後，將採用自主

快速交會對接模式對接於天和核心艙的前向端口，
與天和核心艙、天舟二號貨運飛船形成組合體。航
天員進駐核心艙，執行天地同步作息制度進行工作
生活，駐留約3個月後，搭乘飛船返回艙返回東風
着陸場。據介紹，天和核心艙提供了3倍於天宮二
號太空實驗室的航天員活動空間，配備了3個獨立
臥室和1個衞生間，保證航天員日常生活起居。航
天食品方面，配置了120餘種營養均衡、品種豐
富、口感良好、長保質期的航天食品。

神舟三雄今征天 太空家園首入伙

●● 神舟十二神舟十二
號船箭組合體號船箭組合體
於於66月月 99日轉日轉
運至發射區運至發射區，，
並於並於66月月1717日日
發射發射。。

新華社新華社

六千學時
艱苦訓練

模擬失重環境水下訓練模擬失重環境水下訓練

新華社新華社

交會對接訓練交會對接訓練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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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核電站無洩漏
CNN報道不實且無知

國家核安全局：反應堆內部一回路放射性水平增高與洩漏事故是兩回事

生態環境部國家核安全局相關負責人介紹，台
山核電廠建設有兩台EPR（歐洲先進壓水

堆）核電機組，由法國法馬通公司設計，中法合資
建設和運行。其中1號機組2018年12月13日商
運，2號機組2019年9月7日商運。目前兩台機組
均已進入第二燃料循環。自投入商運以來，台山核
電合營有限公司兩台機組一直保持安全穩定運行，
周邊環境未見異常。

台山核電廠究竟發生了什麼情況？該負責人介
紹，目前台山核電廠1號機組運行過程中監測到反應
堆一回路冷卻劑的放射性比活度（即單位體積或重量
中所包含的放射性量）上升，但仍然在核電廠運行技
術規格書規定的允許穩定運行的範圍內，滿足技術規
範要求，核電廠運行安全是有保障的。

燃料棒破損5根遠低於設計比例
他解釋道，1號機組一回路放射性水平增高主

要與燃料棒破損有關。由於燃料製造、運輸、裝載
等環節不可控因素的影響，核電機組運行過程中出
現少量的燃料棒破損難以避免，屬於常見現象。據
有關數據，世界許多核電廠發生過燃料棒破損並繼
續運行的案例。

據悉，台山核電廠1號機組堆芯共有60,000多
根燃料棒，目前推算燃料棒包殼破損數量約為5根
左右，破損燃料棒佔總數比例小於0.01%，遠低於
設計中假設的燃料組件最大破損比例（0.25%）。

CNN報道稱台山核電廠發生了放射性洩漏事
故。生態環境部負責人對此回應，一回路放射性水
平增高與放射性洩漏事故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一
回路在反應堆內部，只要作為放射性包容屏障的反
應堆冷卻劑系統壓力邊界和安全殼密封性均滿足要
求，就不存在向環境洩漏放射性的問題，而這兩道
實體屏障是安全的。目前，台山核電廠周邊輻射環
境監測結果顯示核電廠周邊輻射環境水平未見異
常，處於本底水平，也表明沒有任何洩漏發生。

CNN在報道稱為了避免停堆，國家核安全局
批准提高台山核電廠外輻射檢測的可接受限值。生
態環境部相關負責人表示，此報道不屬實，國家核
安全局沒有批准提高台山核電廠外輻射檢測的可接
受限值。“國家核安全局審查批准的是台山核電廠
一回路化學與放射化學技術規範中反應堆冷卻劑惰
性氣體放射性比活度的相關限值，這個限值用於運
行管理，與核電廠外輻射檢測無關，CNN報道中
概念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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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州疫情好轉迎來重要
信號。16日，廣東省衞健委通報顯
示，6月15日全天，廣東無新增本
土確診病例和本土無症狀感染者，
這是5月20日以來，廣東首次無新
增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亦是
廣州自5月26日以來，首次無確診
個案。當天，廣州再有涉及3個區6
個社區和單位解封，與此同時，廣
州荔灣區芳村片區封控區域開展第
六輪全員核酸篩查，若此次全員核
酸篩查均為陰性，將成為封控區域
解封的重要依據，屆時，超過30萬
人將實現解封，恢復正常工作、生
活。

逾30萬人解封在即
作為廣州本輪疫情最大的封控

區域，荔灣區芳村片區封控區何時
解封備受關注。16日，芳村片區除
中高風險地區之外的封控區域，開
展第六輪全員核酸檢測。上午 9
時，荔灣區花地街道怡芳苑小區和
恒荔灣畔小區均準時舉行核酸採樣
工作。據介紹，此次核酸篩查十分
關鍵，其結果為芳村片區整體解封
提供重要的依據。當天下午，芳村
片區的石圍塘街道、花地街道等正
在向荔灣區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提
出解封申請，若此次全員核酸結果
均為陰性，6個街道將解封，涉及
人口超過30萬。

不過，目前，廣州堂食限制的
規定何時解除，尚未有正式消息。

另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深圳
市衞健委通報：6月15日0時至24
時，深圳新增 13 例境外輸入確診
病例和12例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
者。上述境外輸入陽性個案均係6
月10日乘坐CA868航班從南非約翰
內斯堡入境深圳，入境後即被集中
隔離。隔離期間於6月15日例行核
酸檢測，其中25人檢測結果為陽
性，經市疾控中心覆核陽性後，轉
至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應急院區觀
察治療，所有患者情況穩定。

經診斷，13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中，7人輕型，6人普通型，均為中國
籍；12例無症狀感染者中，中國籍9
名，南非籍2名，津巴布韋籍1名。截
至目前，該航班累計報告境外輸入陽
性個案32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日前造謠中國台山核電站

發生放射性洩漏事故，引發關注。中國生態環境部

國家核安全局相關負責人16日就此事對媒體公開回

應，目前，台山核電廠周邊輻射環境監測結果顯示

核電廠周邊輻射環境水平未見異常，處於本底水

平，也表明沒有任何洩漏發生。這位負責人還指

出，CNN報道中有關內容並不屬實，且存在概念錯

誤。他強調，自投入商運以來，台山核電合營有限

公司兩台機組一直保持安全穩定運行。
●●國家核安全局相關負責人強調國家核安全局相關負責人強調，，自投入商運以來自投入商運以來，，台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兩台機組台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兩台機組
一直保持安全穩定運行一直保持安全穩定運行。。圖為台山核電站廠區圖為台山核電站廠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保安局局長：
台山核電站運作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保

安局局長李家超16日出席立法會會議後，回
應台山核電站安全事宜時表示，以目前得出資
料顯示，核電站的運作安全，而今年只有兩次
涉及需要通報的0級事件，即運作是安全的，
而事件的風險評級所有資料發放，都是根據國
家及國際的安全標準水平。

李家超指出，台山核電站的實際運作情
況，國家核安全局及廣東省核應急辦（廣東省
核應急委員會辦公室）有一系列的標準確保符
合營運安全標準，這些亦都是符合國際做法，
“有關資料若涉及需要通報，會按標準通報，
這些事件亦會根據風險而評級，目前來說，我
們得出資料表示台山核電站的營運是安全運
作，沒有對周邊環境構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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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田港料月底全面恢復運作
疫情受控 鹽田國際：操作能力恢復近七成

自
爆
博
漲
粉
﹁網
紅
經
濟
學
﹂走
火
入
魔

中國一名女
網紅自爆與王思
聰聊天記錄，成
為 微 博 熱 搜 事
件，該名女網紅
一 夜 漲 粉 48.5
萬，身價反倒水漲船高。不少業內人
士批評，在“流量為王”下，一些人
不惜靠侵害他人隱私、破壞社會公序
良俗來博取眼球，尤其是所謂的“網
紅經濟學”，開始有走火入魔的趨
勢，對此應該保持高度警惕。

孫一寧稱被王思聰追求
6月15日下午，中國一位名叫孫一

寧的女網紅在網上曝光與王思聰的聊天
截圖，證明王思聰對她求而不得。事件
令孫一寧一夜成名，其抖音賬號粉絲數
量由之前的85萬，一路飆升至16日晚6
點的171.3萬。

據微信公眾號“音樂先聲”統計，
孫一寧近3個月開播41場，總計758.5萬
音浪，以10音浪=1元（人民幣，下同）
換算，折合75.85萬元。其中，王思聰提
到的“你就這麼喜歡直播？”的4月
14、15日兩天，她直播收入分別為9.9萬
和4.8萬音浪，合共收入1.47萬元。而上
述直播收入，是在王思聰事情發生前，
隨着知名度大漲，業內預計她直播收入
大幅增長。事實上，6月15日，也就是
她公開聊天記錄當天，她的抖音賬號有4
條直播動態，頻率遠高於之前。

信息化百人會兼職研究員向遠之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王思聰
作為高富帥代表苦苦追求網紅，這種反
差較為特別，因此易形成流量。儘管這
件事沒有違背法律底線，但是在算法和
社交推薦主導流量的大背景下，可能會
吸引過度關注度，造成社會資源的浪
費。

涉侵害別人合法隱私
金融律師林嶸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採訪時也表示，網紅想要展示一下
自我無可厚非，但需要注意不能侵害
別人的合法的隱私，並要盡量維護社
會秩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

●●孫一寧孫一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自5月21日起，因海外傳入新冠肺炎疫情，鹽
田港限制出口重櫃進入港區，5月28日要求

只接收ETA-4（即船舶預計到港日期前4天內的
重櫃)，此後再度壓縮，只接受3天內重櫃。受此
影響，大量拖車停業，貨代和物流公司出口貨物
塞港，許多貨物只得轉到廣州南沙港和蛇口港，
最終導致這兩大港口也出現塞港，令華南物流陷
入運轉困境。一些出口商將貨物轉運到香港或者
廈門、上海等地出口。

有序恢復出口貨物接收
隨着疫情受控，鹽田港情況已逐步好轉。鹽

田國際16日披露，自6月10日0時起，便開始恢

復接收ETA-7（即船舶預計到港日期前7天內的
重櫃)的出口重櫃進閘，每日可預約入閘的拖車數
量為6,000輛。根據最新通知，從6月15日0時
起，鹽田國際繼續接受ETA-7的出口重箱進閘，
同時把預約入閘拖車數量上調至每日8,000輛，較
之前增加2,000輛，後續還將逐步提高。根據初步
預計，鹽田國際有望在6月最後一周基本實現全
面恢復生產的目標。

許多物流公司負責人對此感到振奮。在華南
物流行業打拚多年的螞蟻物流網副總裁王學永表
示，公司專注跨境電商物流，此前許多貨物因疫情
未能及時從鹽田港出口。雖然鹽田國際6月底能恢
復正常，短期內也很難緩解目前艙位缺、貨櫃缺等

運力的狀況，但是此舉已可很好地緩解滯留港口的
貨物，最重要是可以恢復整個華南海運市場的信
心。王學永指，該公司將盡快把利好消息告訴客
戶，安撫他們焦急出貨的心情，及時給到他們更好
的解決方案，從而提升公司的服務質量。

業界預料運力恢復需時
美暢國際物流總經理張鉍表示，深圳目前疫

情基本控制住了，鹽田港月底恢復正常運作應該
沒什麼問題，屆時航運艙位將更加充足，物流企
業選擇將更多，國際班輪停航、跳港的問題也會
慢慢減少。不過，他認為港口離正常一天處理3
萬多個櫃還是有不少的距離。

早前受新冠疫情影響的深圳鹽田港

區，各項業務正有序恢復。記者最新從鹽

田國際獲悉，在確保疫情可控的前提下，

該公司正採取措施穩步恢復港口正常生產

作業。目前，鹽田國際整體操作能力已恢

復至正常時期的近七成，堆場密度大幅下

降至70%，已恢復至較佳水平。許多物流

業人士對此歡欣鼓舞，期盼6月底能夠全

面恢復正常運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鹽
田國際預計港口月底全面恢復正常。深圳電子商務
協會跨境物流分會會長、螞蟻物流網副總裁王學永
（右圖）表示，此舉將可以逐步緩解蛇口港和南沙
港的塞港現象，預計華南物流業運作6月底至7月
上旬將恢復如初。亦有深圳港企負責人指，隨着鹽
田港月底恢復正常，出口費用將會大幅下降。

王學永稱，最近由於鹽田港受困疫情，大量貨物

轉到蛇口港，令蛇口港不堪重負。隨後許多物流企業
只得轉到南沙港，但拖車司機進去後需要隔離14天，
導致華南物流也深受影響。然而，不少深圳物流企業
依然將許多貨物轉到南沙港，甚至運到廈門港和上海
港出口。隨着鹽田港宣告月底將恢復正常，無疑將可
大幅緩解蛇口港和南沙港的壓力。

深圳一家港企負責人鍾先生向記者抱怨，他
們一個貨櫃轉到南沙需要付8,000元人民幣，漲得

離譜，但公司只能硬着頭
皮發貨經南沙港出口，否
則難以及時交貨，未來隨
着鹽田港口月底恢復正
常，出口費用將會大幅下降。在鹽田港從事拖車
業務的鄧先生告訴記者，最近因鹽田港操作業務
大降，有許多拖車司機無事可做，便轉到南沙接
單，以彌補鹽田港業務下滑帶來的損失。

塞港紓緩 出口費料漸正常

●鹽田港陸續恢復正常運作，物流企業面對的國際班輪停航、跳港等問題也會慢慢減少。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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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新冠肺炎本土確診昨日新增175例，雖然連續5
天都在200人以下，但昨日仍增加19例死亡，累計從去年初以來
，國內染疫致死已達497位，逼近500大關。防疫指揮官陳時中
昨在立法院表示，確診人數大致趨向穩定，大概就在每天200人
上下，但死亡人數預估還有1星期的高峰，才會慢慢往下降，希
望數字盡快下降。

死亡人數 估還有1星期高峰
新冠肺炎從去年初至今年5月18日，

累計僅有12位死亡，但自5月19日新
增2死後，死亡數迅速攀高，在5月26
日增加11位後，連續23天以來，僅有
6月15日死亡數降至8人，其餘每天都
是2位數，並以6月5日死亡37人為最
多。
由於防疫策略失控，疫苗採購不力等

因素，導致去年初以來累計染疫死亡
數逼近500人，這是台灣公共衛生體系
失控的歷史性災難，致死率 3.66％，
更超越全球致死率 2.17％，75 歲以上
確診者致死率高達 22.7％。陳時中說
，死亡數目讓人傷心，每條生命都很
珍貴，希望能讓致死率降低。不過，
他認為，整體而言，台灣死亡數並沒
有比國外嚴重。
數目讓人傷心 每條生命都珍貴
昨日新增本土確診數分布，以新北市

87 例最多，其次為台北市 34 例，第 3
為苗栗縣31例，新竹縣10例，桃園市7例，台中市與基隆市、
花蓮縣都是2例。副指揮官陳宗彥說，苗栗縣有30人是先前京元
專案已匡列的對象，新竹縣的10例則是長照機構的住民及相關
人員。昨日彰化縣以南，並無新增確診，全國3級警戒至6月28
日後，是否降級或分區解封，討論再起。

彰化以南疫情見趨緩 熱議解封
衛福部疾管署長周志浩昨天在行政院會提出疫情報告，他在

院會後記者會說，篩檢數量已大幅提升，確診病例數趨緩，致死
比例也有下降趨勢，疫情有好轉趨勢，但瞬息萬變，仍不可鬆懈
， 「國內社區傳播風險仍存在，3級警戒仍宜持續。」

周志浩以有效再生數（RT值）為例解釋，RT值越高，代
表可能傳染越多人，先前RT值在高峰期是2.8，近期已降至0.76
，這是好現象。

至於是否考慮分區解封，衛福部次長薛瑞元表示，疫情在未
來10餘天的變化是研判基礎，只要國人落實3級防疫警戒，以至
於有效控制疫情，鬆綁管制措施不是沒機會。

萬華不再是熱區 北市拚個位數
但是新北市長侯友宜說，3級警戒是否鬆綁，屬於中央的權

限，新北市單日個案仍維持雙位數，而且是50例以上，一定要
更拚命，才有機會往好的方向走，目前尚未看到解除3級警戒的
條件。

台北市長柯文哲則說，從數據看，萬華區已不再是熱區，北
市本周要拚確診數降至10以下，但是否解封還要再想想。

柯文哲認為，這不是雙北 「首都生活圈」的問題，而是 「全
台高鐵一日生活圈」的問題，台灣能否忍受在一定感染程度下解
封，或是追求 「＋0」文化，大家可討論，他不做預設立場。

南台灣疫情相對不嚴重，但高雄市長陳其邁指出，未來2周
至1個月是降級關鍵期，若希望防疫降級，他認為必須連續6天
全國確診數在100人以下，才能有效控制社區傳播風險，但目前
雙北地區仍處於社區流行階段，現階段仍不能排除南北移動所造
成的群聚感染風險。

（中央社）國產疫苗正反論戰激烈，昨又傳出美國FDA認
為 「免疫橋接」科學地位未定，導致高端疫苗股價早盤震盪，對
美國 FDA 不認可 「免疫橋接」，政府卻給高端疫苗緊急授權
EUA，引來立委撻伐，對此，衛福部長陳時中昨表示，疫苗橋接
跟緊急授權EUA是兩件事，EUA是針對重大公衛事件訂出的緊
急授權辦法，而台灣疫情是符合緊急重大公共衛生事件。

國民黨立委鄭麗文表示，美國FDA最新信函說免疫橋接沒
有科學根據，無法接受，聯合國也在討論這件事，憑什麼台灣超

前全球說可以用？尤其，大部分的國家都有做自己的國產疫苗，
但也都不會像台灣不去買國際疫苗，只等國產疫苗。

食藥署長吳秀梅昨天也證實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確
實近日有回函我國食藥署，表達不承認免疫橋接的立場，但這回
應 「一如先前所料」，應不至於影響國產疫苗的審查標準。 「每
個國家在審查相關疫苗的標準上，都有自己的一些原則。」

不過前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長、陽明交通大學副校長康照
洲表示，美國這次的回覆已很清楚的說明，不會承認免疫橋接取

代三期臨床的方案，這對國產疫苗將來若要赴美申請授權或上市
，都會帶來相當大的影響。

受此影響，高端疫苗早盤以240元弱勢開出，隨後在買盤擁
護下，推動股價由黑翻紅，尾盤收在260元，上漲1.96%。分析
師表示，近日高端疫苗股價不是跌停、就是漲停，昨堪稱是近來
表現最正常的1天，建議隨7月疫苗量產上市在即通常有翻漲勢
，應趁上漲分批減碼獲利了結。

美不認可免疫橋接
阿中：跟EUA是兩件事

（中央社）台灣大規模接種AZ疫苗，短短3天全國各地傳
出多位長者接種後死亡，衝擊民眾接種意願。前疾管局長蘇益仁
表示，現在盡速解剖、調查說明以止血非常重要，但疾管署卻沒
發現這個急迫性，第一時間沒有盡快澄清，尤其衛福部長陳時中
直到昨天還在說，打疫苗後死亡全球都有這個問題，但評估後利
大於弊所以都要打， 「這個說法沒辦法解決現在的問題」。

蘇益仁說，任何種類的疫苗大規模接種，都會出現接種後通
報死亡的事件，進而影響疫苗接種率，使群體保護的速度又慢了
，一定要第一時間盡速說明。

蘇益仁舉例，2003年發生SARS後，國內首度鼓勵國人接種

流感疫苗，政府就擔心接種疫苗後有人死亡，導致流感疫苗打不
下去，果不其然，開始接種第一、二天就有3人通報施打流感疫
苗後死亡案例。

蘇益仁說，當時雲林出現一名 「大人物」接種完疫苗後騎腳
踏車回家，未抵達家門就死亡。他接到訊息後，因自己為病理科
專業，可以執行解剖，他立刻殺到雲林親自執行解剖，打開個案
心臟後，發現心臟左側支被血栓阻塞住，當場就判定和疫苗無關
。

台大癌醫中心分院副院長王明鉅表示，全國80歲以上長者
到5月底的人口數有86萬1160人。根據指揮中心的統計，到昨

天為止的數據有148人死於新冠肺炎。假設他們全都沒打疫苗，
在這80歲以上的年齡層，因沒打疫苗而感染新冠造成的死亡率
是0.0172％。

根據疾管署的疫苗日報統計。全國75歲以上打過疫苗的人
數是9萬7543人，到昨天傍晚為止死亡者年齡超過80歲的有9位
。就算把9萬7543人全部都當作年齡超過80歲以上。這些超過
80歲打疫苗9萬7543人中有9位死亡，死亡率是0.0092％。打疫
苗及不打疫苗染疫都有死亡有風險，這個風險要如何判斷與作出
決策，就得由大家自己決定了。

衝擊接種率 蘇益仁：盡速解剖調查

防疫策略失控 疫苗採購不力 公衛體系的歷史性災難！
500條人命 陳時中：台灣死亡數沒國外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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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三大產業人才加速集聚
全球30歲以下科學家最青睞上海

在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

心過程中，上海正在持續吸引各類人才。

在近日舉行的2021浦江創新論壇科

技創新青年峰會上，上海市委副書記於

紹良致辭時說，目前，上海已經聚集了

全國50%以上的5G人才、40%以上的集

成電路芯片人才、30%以上的人工智能

人才、20%以上的創新藥人才，上海越

來越成為青年才俊點燃夢想、收獲成功

的熱土。他表示，上海將傾力打造鏈接

全球創新的一流平臺，傾力完善支持創

新創業的政策體系，傾力營造宜居宜業

宜創的良好生態，助力更多科技創新人

才與城市共同成就更大的精彩。

三大產業創新發展高地
目前，上海正在加快在集成電路、

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領域打造世界級

產業集群，並在持續完善人才落戶政策，

吸引更多優秀人才來滬發展。

根據今年1月公布的《上海市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

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下稱《綱要》)，第

五部分“強化高端產業引領功能，加快釋

放發展新動能”提出，聚焦集成電路、

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以國

家戰略為引領，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融

合布局，培育壯大骨幹企業，努力實現

產業規模倍增，著力打造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三大產業創新發展高地。

同時，《綱要》明確全面確立人才引

領發展的戰略地位，擴大“海聚英才”品

牌影響力，進一步實行更加開放、更加便

利的人才引進政策，大規模集聚海內外人

才，加快形成具有全球吸引力和國際競爭

力的人才製度體系。促進人才要素市場化

配置，為科創中心建設提供強勁持續、全

方位全周期的智力支撐。

以ICT(信息通信技術)為例，有著產

業、資金、人力資源多個要素集聚的上

海在該產業有明顯優勢。

《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發展研究報告

(2018)——科技人力資源的總量、結構與科

研人員流動》顯示，在信息技術領域，科

研人員上海凈流入最多。根據10萬份樣本

研究，2010～2017年，上海為主要凈流入

區域，為627人次，成為國內信息技術領域

人才吸引力最強的城市，北京位列第二。

而作為信息產業的基礎，集成電路一

直是上海的優勢產業。數據顯示，2020年

上海集成電路產業規模占全國比重約為

22%，產值超過2000億元，增長超過20%

。目前超過700家集成電路重點企業落戶上

海，形成了集群效應。根據芯思想研究院

今年發布的2021年中國大陸城市集成電路

競爭力排行榜，從產業規模、產業鏈支撐

、市場需求、政策支持、創新能力、產業

活力等6個指標進行評估，上海位列第一。

今年2月，MWC2021(世界移動通信

大會)在上海正式開幕，這也是該系列活

動停辦了1年多之後，年度全球首秀回

歸線下。紫光展銳(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執行官楚慶彼時告訴第一財經，

MWC在上海回歸線下，也讓全球通信產

業參與者、中國同行們保持對話和合作。

楚慶認為，去年上海集成電路產業取

得的成績離不開上海市政府在防疫工作的

巨大投入和對產業、企業的精準支持，這

也保障了包括它們在內的集成電路企業盡

快復工復產。“集成電路產業的產業鏈較

長，通過長期政策引導，產業自我累積循

環，上海形成了全國最完善的集成電路產

業集群。”在他看來，高科技公司一定是

圍著人才轉。“在紫光展銳周邊，除了我

國本土的公司，還集聚了大量行業的海外

公司，是一個國際化的平臺”。

同時，作為5G發展高地，上海發揮技

術研發和應用創新綜合優勢，也吸引了大

量5G人才。據行業權威數據統計，主流5G

核心產業企業在上海占比超過52%。從全

國來看，5G設備研發企業有華為上研所、

中興上海研發中心、諾基亞貝爾、中國

信科等，在上海的研發人員占比超54%

。而在5G終端的芯片領域，國內主要有

海思、紫光展銳、高通、聯發科等企業

，上海在全國占比超56%。

而在人工智能領域，上海已經連續

三年舉辦世界人工智能大會，集聚了一

批國內外AI龍頭企業。今年7月8日至7

月10日，第四屆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將在

上海召開，在6月8日的2021世界人工智

能大會倒計時30天暨合作夥伴發布會上，

上海市經濟信息化委主任吳金城介紹，

今年大會在嘉賓方面，重磅嘉賓比去年

更多，圖靈獎得主已確認6位，預計總數

再創新高；展覽面積翻番，將達4.2萬平

方米；辦展企業參展企業比去年更廣，

總數突破300家，首次參展比例達40%，

上海以外地區企業和外企占比超過50%。

商湯科技移動智能事業群副總裁許

亮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上海

人工智能正處在技術孕育突破、場景深

度應用、產業加速變革的活躍期。自2018

年創辦以來，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不僅是世

界頂尖的智能合作交流平臺，更是一個融

學術交流、技術展示、投資促進、產業合

作為一體的平臺。在他看來，人工智能

“上海方案”出臺落實，國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創新應用先導區建

設深入推進，智能網聯汽車、醫療影像輔

助診斷等“揭榜賽道”已形成了測評標準

，支撐政策創新突破。“上海人工智能的

發展實踐，為全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模

式和路徑創新提供了重要參考”。

優化引才環境
自2020年11月以來，上海連續發布了

《關於優化本市居住證轉辦常住戶口政策的

通知》《留學回國人員申辦上海常住戶口實

施細則》《上海市引進人才申辦本市常住戶

口辦法》。從當年12月1日開始，施行更寬

松的“居轉戶”，以及引進人才、留學回國

人員申辦常住戶口的政策。

今年1月公布的《綱要》也提出，

加強高峰人才引育，采用國際通行的人

才遴選機製，配置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事

業發展平臺，加快引育一批具有全球號

召力和國際視野的科學家、領軍人才和

創新團隊。持續辦好世界頂尖科學家論

壇，建設科學社區，吸引頂尖科學家設

立實驗室並開展創新研究。

對海外人才，要實施更加開放的海外

人才引進政策，創新海外引才方式，鼓勵

中外合作開展人才培養，先行先試更加開

放便利的簽證、工作許可、長期居留和永

久居留政策；對國內人才，實施更有吸引

力的國內人才集聚政策，加大重點產業、

重點區域和基礎研究領域人才引進力度，

完善人才落戶政策，優化居住證(積分)待

遇，吸引更多優秀人才來滬發展。

以科創中心核心承載區、三大重點

產業人才最為集聚的區域上海張江為例

，根據《關於優化本市居住證轉辦常住

戶口政策的通知》，張江科學城用人單

位引進的人才，居轉戶年限由7年縮短為5

年(其中在張江科學城工作時間不低於3年)

；張江科學城重點產業的骨幹人才，居轉

戶年限由7年縮短為3年(其中在張江科學

城工作時間不低於2年)。同時，張江科學

城用人單位引進的人才，符合縮短居轉戶

年限要求的，應書面承諾落戶後繼續在張

江科學城工作2年以上。

楚慶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高科技公

司一定是圍著人才轉，例如在紫光展銳周

邊，除了我國本土的公司，還集聚了大量

行業的海外公司，是一個國際化的平臺。

“信息產業的發展有一個特點，就是大家

經常說的生態，而在張江，可以找到產業

鏈中的各種企業，從材料廠商、軟件供應

商甚至一些清洗劑企業。”

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

研究員田野也認為，目前在上海，像他們這

樣的青年科學家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支持。

在上述浦江創新論壇科技創新青年峰

會上，田野說，作為一個本土畢業的博

士，當初在選擇出國深造或是留在上海

時，決定留在國內。“從國家層面再到上

海市，都在鼓勵我們青年人 ‘揭榜掛

帥’，不惟學歷、頭銜和出身。比如我們

所裏一些政策就非常鼓勵年輕老師成立獨

立的課題組，給大家提供平臺。”他說，

近十年國家和上海市支持建設一些大科學

裝置，例如上海的超強超短激光裝置，有

了這個激光裝置以後，就能製造一些極端

的研究條件，並能在實驗室裏模擬宇宙的

環境，“可以探索一些只有在仰望星空時

才能想的科學問題”。

根據近日發布的浦江創新論壇成果

報告之一——《2021“理想之城”——

全球青年科學家調查》，關於青年科學

家未來遷移願望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在20座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城市中，上海

對於全球青年科學家的吸引力排名第四

位，居中國城市之首，體現了上海的科

技創新開放窗口和網絡樞紐地位。特別

是對於全球30歲以下青年科學家的吸引

力，上海位居20座城市之首。

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所長石謙接受

記者采訪時說，過去提到上海首先會想

到文化城市、經濟城市、商業城市，現

在還是科創之城，這種(科創)城市引領

的效應會通過一段時間釋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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